
胜宏科技上演填权行情

胜宏科技在5月3日实施高送转方案，昨日股价小幅低开之后震荡上扬，午后封住涨停板，最终收于23.43元。昨日省行科技的成

交额为4.43亿元，环比明显放量。

龙虎榜数据显示，昨日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三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金额分别为4907.72万元、4090.81万元和3397.83万元；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则均为券商营业部，其中，华泰证券扬州文昌西路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为1114.13万元。

按照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5月3日。

在行权之后股价连续上涨的行情被称为填权行情。一般而言，强势股有望在后市中逐步回升乃至回复到行权之前的价格。胜宏

科技行权两日以来，成交活跃度明显增加，且昨日股价走势较强。实际上，在利润分配发生之前，公司的股价就受益于高送转题材而

维表现强势，短线市场震荡之中，小盘股有望获得资金的反复炒作。 （张怡）

四机构卖出三泰控股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三泰控股5月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亿丰伟业进行了多次沟通与协商，仍未就交易对价条款达成一致。在综合考虑公司持

续经营发展、收购成本及有效控制风险等因素的情况下，2016年5月3日，公司与亿丰伟业签订了《合作终止协议》，终止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昨日三泰控股跳空低开后，维持低位震荡，盘中最高上探至21.95元，尾盘再度回落，收报于21.19元，下跌7.47%。 值得注意的

是，昨日三泰控股的成交额达到16.57亿元，较此前明显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三泰控股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

证券营业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4910.97万元。 昨日卖出三泰控股金额前五席位中有四家机构现身，分别卖出1.81亿元、8510.52万

元、6316.93万元和5593.80万元，排在前四位。

分析人士指出，终止收购计划后，机构大举离场，三泰控股短线回撤压力仍然较大，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介入。

机构连续买入酒鬼酒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股市昨日维持窄幅震荡，题材热点也出现分化，不过酒鬼酒昨日一字涨停，股价报收于19.67元，成交额达到2.51亿元，在

整体疲软的背景下表现格外强势。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昨日买入酒鬼酒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席位现身，分别买入3447.40万元和2039.43万元，排在第

三位和第四位。 昨日卖出酒鬼酒金额前五席位中，除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卖出1256.79万元，其余营业

部的卖出金额不足千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5月3日也有两机构入驻，分别买入1019.65万元和977.50万元。 机构已经连续两日买入。

分析人士指出，2015年酒企已经开始重回到盈利通道，白酒行业景气度回升，这在上市公司的一季报中得到验证，酒鬼酒一季

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8.52%。 加之机构连续买入酒鬼酒，该股有望保持强势表现。

航空运输指数

涨逾7%

□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受益隔夜油价大跌刺激，航空股集体

大涨，申万二级行业指数中，航空运输指数放量

上涨7.27%，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板块，向上突

破多条均线。

个股来看， 昨日7只航空运输概念股全线

飘红，其中，南方航空是唯一的涨停股，东方航

空和吉祥航空涨幅分别为8.52%和7%，中国国

航、海南航空和春秋航空的涨幅均超过6%。

消息面上，5月3日，美元对多数主要货币

汇率上涨。 美元走强降低了以美元计价的石

油的投资吸引力，拖累油价走低。 不仅如此，

市场数据显示，欧佩克4月份日均原油产量较

上个月提高。由于航空公司是燃油消耗大户，

原油价格的下跌引发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下降

预期。

分析人士指出， 美油和布油连续第三个交

易日下跌，一部分原因是投资者获利了结造成，

另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原油产量增加的担忧。

供应过剩的担忧下，油价短期内压力难解，航空

股由此获得支撑。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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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涨逾4%�次新股飞跃震荡市

□

本报记者 张怡

五月“开门红” 之后，市场行情开始分化，

涨势难以持续凸显多头不够坚定。值得关注的

是，次新股强势上涨逾3.4%，领涨题材概念。实

际上，近期次新股表现远好于大盘，剔除上市

首日的涨幅之后，今年上市的次新股日均涨幅

为4.51%，37只个股中有30只个股已经实现股

价翻倍，次新股逆风飞跃震荡市。

次新股板块逆市上涨3.4%

近期股指始终未能突破20日均线，行情能

否翻多仍需要确认。 与此同时，大盘也面临向

下跳空缺口的压制， 昨日多头选择暂时休整，

在红绿交替中最终收出十字星。

其中，沪指昨日盘中最高触及3004.42点，

最低跌至2978.33点，维系窄幅震荡格局，最终

微跌0.05%收于2991.27点。创业板指也未能再

度逞强， 昨日选择震荡休整， 下跌0.28%收于

2211.02点。 量能方面，昨日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890.46亿元和3463.75亿元，尽管较节前明显

好转，但是环比昨日小幅缩量。

沉闷的指数行情背后， 行业概念涨跌各

半，不过次新股板块表现尤为突出，以3.25%的

涨幅位居Wind概念涨幅榜首； 此外仅有粤港

澳自贸区、迪士尼和冷链物流板块的涨幅超过

1%。 实际上， 次新股板块的优异表现持续已

久，其20日涨幅高达34.23%，远超过位居第二

名的稀土永磁板块（20日涨幅9.13%）；次新股

板块的60日涨幅为50.49%， 相较于位居第二

名的锂电池板块（60日涨幅38.14%）也表现

突出。 在热点散乱的大背景下，次新股在乱花

丛中表现格外抢眼。

实际上，次新股今年以来表现整体优秀，

资金参与热情高涨，这进一步强化了次新股

行情的活跃度。 次新股今年以来整体逆势上

扬，表现远好于大盘。 从次新股指数来说，3

月和4月的涨幅分别为15.11%和31.67%；尽

管经过一月份的大跌，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

达到 27.96% 。 而上证综指在 3月份上涨

11.75%，4月下跌2.18%，今年以来累计下跌

15.48%。

次新股表现优异，一方面是热点匮乏的市

场中存量资金博弈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得益于

次新股盘子较小、高送转占比高、筹码分布清

晰、套牢盘少、受关注度高等因素。

次新股成牛股集中营

在震荡行情中，大多数个股均呈现横盘态

势，而次新股的日均涨幅超过4%，这一数据着

实引人瞩目。

据Wind数据，剔除上市首日涨幅之后，上

述37只次新股日均涨幅为4.51%。其中，首发上

市日期越近的个股日均涨幅越高，而上市时间

较长的个股日均涨幅相对较小。 具体来看，东

音股份和维宏股份的日均涨幅最高，分别达到

9.24%和9.09%；同时，朗迪集团、新美星、景嘉

微、德宏股份和天鹅股份的日均涨幅也均超过

8%；上述这些个股除了景嘉微是3月31日上市

外，其余个股均上市于4月中下旬。 此外，永和

智控、嘉澳环保、赛福天、飞科电器、蓝海华腾、

苏奥传感、康普顿和名家汇的日均涨幅也均超

过5%。

而从全部A股中日均涨幅大于0.5%的214

只个股来看，仅有顺发恒业和协鑫集成是2014

年之前上市的个股，且日均涨幅均较小，分别

仅为0.85%和0.54%。

这种涨势推动着次新股股价的快速攀升。

今年以来，共有37只新股首发上市，其中已经

有30只个股的股价实现翻倍。这些个股大体上

呈现出上市时间越久、涨幅越大的规律，不过

其中也有例外。例如蓝海华腾和景嘉微这两只

次新股分别上市于3月22日和3月31日，其股价

期间的最大涨幅均达到7倍以上， 远超过其他

个股， 这两只个股昨日分别收报183.50元和

115.30元，位居百元股之列。

尽管近期出现震荡回落，但整体抗跌性依

然较强。 昨日，蓝海华腾和景嘉微的涨幅分别

为1.76%和0.61%。 整体来看，昨日正常交易的

34只Wind次新股指数成分股中， 共有27只个

股实现上涨，包括新美星、苏奥传感、嘉澳环保

等在内的个8只个股涨停。

创业板指冲高回落

□

本报记者 王威

周二领涨的创业板指数昨日冲高回落，

不仅量能有所萎缩，跌幅也在沪深交易所核

心交易指数中相对靠前。不过创业板指盘中

一度冲上了20日均线位置，但尾盘的跳水使

得该均线得而复失。

创业板指数昨日小幅低开后随即快速

上扬，并直接站上了20日均线位置，但很快

指数开始逐渐震荡回落，在接近开盘位置后

再度企稳回升并逐步走高，午后再度站上20

日均线位置， 但尾盘指数再度跳水回落，最

终收报2211.02点，下跌0.28%。

昨日正常交易的437只创业板股票中，上

涨的有191个。除N雪榕定格上涨44%外，包括

南大光电、新美星、苏奥传感、华中数控、中颖

电子、濮阳惠成等11只股票涨停，温州宏丰、

永贵电器、锦富新材、双林股份、川金诺、东方

日升、慈星股份、华自科技的涨幅也都在5%

以上。 下跌的239只股票的跌幅则都在4%以

内， 三五互联、 和顺电气和麦迪电气跌幅超

3%，另有24只创业板股票的跌幅超过了2%。

与创业板指跌幅居沪深交易所核心交

易指数第三位形成强烈对比，昨日创业板综

指却逆势上涨0.04%， 居于这25个交易指数

的前列。由此可见，经过了周二的普涨后，昨

日内部分化的特征开始凸显，而且权重股对

指数造成明显拖累。短期增量资金难以出现

明显放大的背景下，预计创业板内部的分化

特征仍将持续。

量能两融“剪刀差” 暗示变盘渐近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二沪深两市高开高走， 放量普涨，与

之相对应的是融资参与热情的明显回升，两融

余额重回8600亿元之上，当日沪深股市成交额

也明显回升。 值得投资者特别留意的是，今年

以来，两融余额与沪深两市成交额的比值突破

2后市场往往会出现“破局” 的特征，当前该

“剪刀差” 再度达到了2，这或意味着变盘窗口

的临近。

两融余额重返8600亿元

在连续八个交易日的融资净偿还后，4月29

日两融余额跌破了8600亿元，以8594.39亿元创

下了3月18日以来的新低。不过本周二随着市场

迎来五月的“开门红” ，融资买入额大幅提升，

并因此重归融资净买入格局， 两融余额也随之

重返8600亿元上方。

据Wind资讯数据，5月3日， 沪深股市融资

融券余额为8681.27亿元，较节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增加了86.88亿元。 其中， 沪市两融余额为

4999.85亿元，深市两融余额为3681.42亿元，分

别上升了36.40亿元和50.49亿元。

融资方面，5月3日沪深股市融资余额为

8656.70亿元，较节前增加了86.33亿元。其中，当

日融资买入额大幅增加至529.52亿元，刷新了4

月20日以来的新高， 显示融资参与热情明显提

升；当日的融资偿还额也出现了一定的回升，报

443.18亿元，为4月21日以来的高位。由此，在连

续八个交易日遭遇融资净偿还后， 本周二融资

转为净买入状态， 净买入金额为86.33亿元，创

下了4月5日以来的最高值。 融资参与热情的明

显回升， 不仅体现在买入力度的增大及重返净

买入格局， 周二的融资买入额占A股的成交额

逼近10%，达到了9.86%，创下了2015年12月25

日以来的最高值。 不过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的

比值继续回落，以2.41%居于历史相对低位。

在融资参与热情大幅提升的背景下，5月3

日行业的净买入数量和金额也出现了明显的回

升。 28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中仅休闲服务板块

遭遇了1454.62亿元的资金净偿还，其余27个行

业板块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融资净买入， 且净买

入金额超过1亿元的共有23个之多。不过从行业

角度来看，融资客的敏锐“嗅觉” 本周二出现了

一定的“偏颇” 。周二，非银金融、化工、电子、有

色金属、计算机、通信、食品饮料和采掘板块的

融资净买入额都超过了4亿元，非银金融板块更

是高达11.39亿元。 然而其中不少板块当日的涨

幅并不突出，采掘、非银金融板块更是明显跑输

大盘。

“剪刀差” 暗示变盘临近

近期伴随着市场连续陷入缩量横盘整理状

态的同时， 市场对于变盘窗口临近的呼声也在

日渐升温。 而从两融市场的细微线索来看，似乎

的确如此： 近期两融余额与沪深两市成交量的

比值再度升高， 而今年前几次该比值达到该水

平的同时，短线市场均出现一定的“破局” 。

具体来看，4月22日至29日之间， 沪深两融

余额与两市成交额的比值再度升至2倍以上，最

高达到了2.35倍。 而今年共有四次该值突破2的

情况：3月10日至11日， 比值分别达到了2.36倍

和2.75倍；1月28日至2月15日，该比值持续居于

2倍以上，2月1日达到最高值2.43倍；1月22日至

1月25日则分别达到了2.20倍和2.31倍；最后是1

月18日达到了2.11倍。

对应到市场走势上，在连续下挫后，1月18

日至20日出现了三天时间的小幅反抽；2月15

日之后融资也是转为连续净买入状态， 由此触

发了2月15日至2月23日的反弹过程；3月15日

至21日也有一波明显的反弹。 不过也并不是每

次都会迎来反弹，1月22日至25日沪深两融余

额与两市成交额比值突破2后，2月16日起市场

出现了连续大幅回落，并创下了阶段底部。而当

前该比值再度上升， 或意味着市场的变盘窗口

的来临。

充电桩概念领跌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三沪深两市转入调整过程，Wind概念

指数上涨面积也明显缩小， 其中此前连续走强

并多度领涨的充电桩概念指数昨日调整幅度最

大，在139个Wind概念指数中跌幅居首。

在周二大涨4.91%，突破多条均线位置后，

昨日充电桩指数明显低开，盘初一度翻红并逼

近4月20日的最高价， 但随后转为围绕平盘位

置震荡走势，尾盘更是加速跳水，最终跌幅达

1.25%。正常交易的22只成分股中，仅银河电子

上涨1.73%，北巴传媒以平盘报收，其余20只股

票悉数下挫。 其中， 和顺电气的跌幅超过了

3%，通合科技、森源电气、中恒电气和九洲电

气的跌幅也都在2%以上， 另有10只股票跌幅

超过1%。

国联证券表示， 充电桩主题将是继新能源

汽车后最具确定性的爆发板块。一方面，行业需

求大，按照1：1的配比，到2020年全国充电桩的

需求将达到近500万个， 而截至2015年底全国

仅建成约5万个左右；2016年全国投资金额将

在300亿左右，同比增长6倍以上。 另一方面，随

着各地充电设施规划政策的密集发布以及国

网、南网、普天、各地政府的招标陆续进行，充电

桩行业将有足够多的事件型催化剂， 因此板块

持续性也较高。

做市转让股成交额

创一个月新低

□

本报记者 王威

本周新三板交投低迷， 成交额持续维持在

6亿元附近，昨日虽小幅回升至6.42亿元，但依

旧维持在近一个月以来的相对低位。其中，协议

转让股合计成交2.29亿元， 较本周二出现了明

显的回升， 但做市转让股的成交额继续回落至

了4.13亿元，创下了4月1日以来的新低。

受到交投低迷“掣肘” 的三板做市指数昨

日开盘后一路震荡回落， 盘初便跌破了5日均

线位置，尾盘更一度以1231.34点，刷新3月18

日以来的最低位，临近收盘指数才出现回升，跌

幅因此收窄至0.48%，报收于1233.23点。

昨日新三板共有1057只股票发生交易，其

中只有9只股票的成交额在1千万元以上。 联讯

证券、明利股份和羿珩科技的成交额在4000万

元以上 ， 达 5498.36万元 、4224.09万元和

4118.09万元，中科招商、卫东环保、安达科技和

盖娅互娱的涨幅也都在2000万元之上。 在这

1057只股票当中，昨日上涨的只有394只，华信

精工涨幅最大，达到1800%，盖娅互娱、福能租

赁、汇茂科技、安尔发、汉尧环保和天智科技的

涨幅也都在100%以上。

沪港通“北冷南热”

□

本报记者 张怡

周二普涨之时，沪港两市均获得资金青睐，

净买入额双双超过10亿元。 不过昨日两市表现

沉闷，资金对沪市的净买入额明显降低。沪股通

余额为128.52亿元，使用率环比大降；港股通余

额为89.27亿元，净买入额度环比小幅提升。

行情来看，昨日沪指窄幅震荡，盘中最高触

及3004.42点，最终微跌0.05%收于2991.27点。

恒生指数则继续下跌， 昨日跌破半年线收于

20525.83点，跌幅为0.73%。 由此，恒生AH股溢

价指数昨日微涨0.01%收于136.47点。

个股涨少跌多， 昨日沪股通成分股中共有

212只个股实现上涨， 而同时与301只个股下

跌；其中，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依顿电子和吉祥

航空的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9.98%、8.52%、

7.45%和7%；而阳泉煤业、盘江股份和开滦股

份的跌幅居前，但均未下跌超过4%。

港股通成分股中有113只个股实现上涨，

而174只个股下跌。 其中，中国东方航空股和中

国南方航空股分别上涨6.9%和5.83%， 位居涨

幅榜前两名；而人和商业、金隅股份和恒发洋参

的跌幅居前，分别下跌7.31%、4.97%和3.8%。

胜宏科技上演填权行情

胜宏科技在5月3日实施高送转方案， 昨日

股价小幅低开之后震荡上扬，午后封住涨停板，

最终收于23.43元。 昨日省行科技的成交额为

4.43亿元，环比明显放量。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三名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

4907.72万元、4090.81万元和3397.83万元；卖出

金额最大的前五名则均为券商营业部，其中，华

泰证券扬州文昌西路营业部的卖出金额最大，

为1114.13万元。

按照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公司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5月

3日。

在行权之后股价连续上涨的行情被称为填

权行情。一般而言，强势股有望在后市中逐步回

升乃至回复到行权之前的价格。 胜宏科技行权

两日以来，成交活跃度明显增加，且昨日股价走

势较强。 实际上，在利润分配发生之前，公司的

股价就受益于高送转题材而维表现强势， 短线

市场震荡之中， 小盘股有望获得资金的反复炒

作。 （张怡）

四机构卖出三泰控股

三泰控股5月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亿

丰伟业进行了多次沟通与协商，仍未就交易对价

条款达成一致。 在综合考虑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收购成本及有效控制风险等因素的情况下，2016

年5月3日，公司与亿丰伟业签订了《合作终止协

议》，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昨日三泰控股跳空低开后， 维持低位震

荡，盘中最高上探至21.95元，尾盘再度回落，

收报于21.19元，下跌7.47%。 值得注意的是，昨

日三泰控股的成交额达到16.57亿元，较此前明

显放量。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三泰控

股金额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证券营业

部的买入金额最大，为4910.97万元。 昨日卖出

三泰控股金额前五席位中有四家机构现身，分

别卖出1.81亿元、8510.52万元、6316.93万元和

5593.80万元，排在前四位。

分析人士指出，终止收购计划后，机构大举

离场，三泰控股短线回撤压力仍然较大，建议投

资者不要盲目介入。（徐伟平）

机构连续买入酒鬼酒

沪深股市昨日维持窄幅震荡， 题材热点也

出现分化，不过酒鬼酒昨日一字涨停，股价报收

于19.67元，成交额达到2.51亿元，在整体疲软的

背景下表现格外强势。

盘后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买入酒鬼酒

金额前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席位现身， 分别买

入3447.40万元和2039.43万元， 排在第三位和

第四位。昨日卖出酒鬼酒金额前五席位中，除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卖出1256.79万元，其余营业部的卖出金额不足

千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5月3日也有两机构入

驻，分别买入1019.65万元和977.50万元。 机构

已经连续两日买入。

分析人士指出，2015年酒企已经开始重回

到盈利通道，白酒行业景气度回升，这在上市公

司的一季报中得到验证， 酒鬼酒一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长48.52%。加之机构连续买入酒鬼酒，该

股有望保持强势表现。（徐伟平）

国际巨头加速布局 人工智能市场空间广阔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二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办公室宣布，

将在未来数月举办四场研讨会， 对迅速发展的

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探讨。 谷歌、微软、Inter等互

联网巨头及各路资本争相切入人工智能产业，

充分展示了科技领头羊和资本市场的敏锐嗅

觉。从目前来看，国内人工智能市场空间同样广

阔， 建议投资者关注机器人硬件制造相关的公

司和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有所突破的公司。

国际巨头纷纷布局

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办公室周二宣布，将

在未来数月举办四场研讨会， 对迅速发展的人

工智能领域展开探讨。白宫在声明中指出，美国

总统奥巴马的“精准医疗计划”和“癌症登月项

目”均依赖人工智能在医疗数据中寻找模式，最

终帮助医生诊断疾病并提出治疗措施， 从而改

善病患护理和健康成果。

美国副首席技术官艾德·费尔腾在声明中

表示，研讨会将在未来数月逐一举行。首场研讨

会将在5月24日于西雅图举行，主题是探讨如何

制定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第二场将于

华盛顿举行， 探讨人工智能能够为社会带来的

各种益处。 第三和第四场分别在匹兹堡和纽约

举行，分别聚焦人工智能的安全和控制，以及短

期内人工智能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巨头已经开始加速布

局。 Google已经成立母公司Alphabet，重新整

合集团资源， 随后推出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搜索

算法RankBrain，联手福特研发无人驾驶汽车、

DWave量子计算机测试、并将人工智能融入聊

天。 微软第三代“微软小冰” 也已经发布，开源

机器学习工具包DMTK、 微软牛津计划推出最

新接口、推出人脸情绪识别器，人工智能助理微

软小娜登陆各个平台、人工智能加入微软Self-

ie。 Intel公司2015年8月投资6000万美元投资

无人机公司Yuneec，9月投资5000万美元投资

量子计算机，10月收购Saffron，12月167亿美元

收购Altera。

谷歌、微软、Inter等互联网巨头及各路资

本争相切入人工智能产业， 充分展示了科技

领头羊和资本市场的敏锐嗅觉。 依据艾瑞咨

询数据，2020年全球AI市场规模将达到1190

亿元，年复合增速约19.7%；同期，中国人工智

能增速将达91亿元，年复合增速超50%，远超

全球增速。

人工智能市场空间广阔

所谓人工智能，是指研究、开发用于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

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

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

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

应的智能机器。

国内市场中对于人工智能的支持政策不断

出台，“人工智能” 首次出现在“十三五” 规划

草案中， 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此前也表示发改

委正牵手相关部门制定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表明人工智能正被提升至国

家战略层面。 相关产业有望持续获得国家大力

支持，未来更多细化政策有望出台，加速人工智

能需求落地。

国内人工智能研究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在

视觉、语音识别等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中

语音识别主要是几家巨头公司更胜一筹， 视觉

识别则是创业团队成果显著。 在深度学习、核心

算法、无人驾驶等研究领域；二是由于经费人力

等原因，国内人工智能研究呈现出“企业为主，

科研机构为辅，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 的特征。

我国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商业化已在如火如荼

地展开，包括金融领域、医疗领域、安防领域、企

业领域、家庭和教育领域。

中泰证券指出， 短期关注在人工智能与智

能硬件相结合的企业， 长期关注具备技术研究

实力的公司。目前来看，颇具竞争力的上市公司

主要有两类， 一是与机器人硬件制造相关的公

司，它们一般拥有较好的智能制造业基础，在未

来产业升级过程中，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二是

在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有所突破的公司。


